
 105上年度  星期六各線專車下午回家路線 
下 1 線    (中巴 ) 

岡山線+文化線專車[展億 06-2386999] 
◎彌陀國小（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 213 號） 
◎岡山郵局（岡山鎮岡山路 242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岡山教會（大門東邊-岡山鎮岡山路 432 號-原岡山農會）    
◎第一銀行（路竹鄉中山路 1193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
◎高新醫院（路竹鄉中山路 627 號）   
◎大湖加油站（路竹鄉中山路一段 64 號） 
◎湖內分局巷子口（南邊第二間厝）(中山路一段 290 號) 
◎太爺教會對面 (湖內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嘉南藥理科技大學(仁德區中正路 1 段 32 號) 
◎第一分局(崇善路 740號)       
◎湯師父火鍋（德高厝郵局對面-崇德路 761 號）         
◎慶宏車業(崇明路與崇道路口)  
◎多那之（中華路 330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
 
下 2 線(大巴) 
永康線+新化線專車[展億 06-2386999] 
◎保東國小（關廟區埤頭里 2 鄰關新路一段 776） 
◎關廟區農會埤頭辦事處（關廟保東路 71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新化總站對面（中山路 209 號巷口）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唪口新化加油站路口（中山路 604 號）                
◎竹仔下公車站牌(中山路 64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崙頂里公車站牌（崙仔大智路 347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
◎頂好麵包店(西勢路 236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龍潭口對面（中山北路 264 號巷口-小吃店門口） 

◎武龍宮巷口前(永大路二段和永大路二段 103 巷巷口)                   

◎7-11 新西灣門市對面（永大路二段 371 號-同心香業店前）   

◎全家永康永興店（永大路二段 820 號）               
◎千奇髮廊旁（永大路與西勢路口-近黃昏市場）           
◎永康教會對面（中山北路 94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
◎永康區公所（中山南路 655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南大附中對面 （中山南路 948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二王郵局（中山南路 363 號-砲校） 
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
下 3 線(大巴) 

灣裡+文化線專車[展億 06-2386999] 

◎崎漏 7-11（茄萣鄉民治路 188 號，民族路交接口）      

◎茄萣農會（茄萣鄉仁愛路二段 102 號）                

◎7-11 灣裡門市(明興路 917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三華游泳池對面（金華路一段 138 號-原七信）          

◎全聯鹽埕店對面（金華路一段 302 號）            

◎麥當勞（日新國小對面-近大成路口）                  

◎金華青果專賣店（金華路二段 43 號） 

◎金華派出所（金華路二段 250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

◎協進國小南側對面(金華路三段 274 號-轉角)  

◎台塑加油站（大同路一段 243 號） 

◎歡喜樓餐廳(體育路 47 號) 

◎大林加油站（大同路二段 249 號）           

◎上光眼鏡(崇明路與中華東路口)                  

◎億進寢具店（中華東路三段 221 號） 

◎7-11 德光門市(崇德路 269 號-近崇學路口) 

◎監理站（林森路與崇德路口-崇德路 1 號）             

◎長榮中學對面（林森路二段 79 號-華南銀行） 

 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

 

 

下 4 線(大巴) 
阿蓮線專車(甲車) [展億 06-2386999] 

◎統一超商對面（阿蓮和平路）(阿蓮中正路 407 號)  

◎益華商店（深坑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五甲國小大門（關廟和平路 545 號）                

◎關廟加油站（中山路二段 166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歸仁區公所（中山路二段 6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光陽機車行（保大路三段 221 號）（大人廟）          

◎大灣派出所對面（大灣路 478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大灣國小對面（大灣路 358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鄭飛良診所對面（大灣路 728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崑山科技大學斜對面（大灣路 956 號-尚仁牙科門口）        

◎台灣銀行（小東路 513 號）  

◎六德 SUZUKI 機車行（小東路、東興路口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 

 

下 5 線(大巴) 
歸仁線+阿蓮乙專車[展億 06-2386999]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南保客運站牌（中山路三段 300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

◎玉山銀行對面（中山路 295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

◎仁德客運站牌（仁愛牙科 中山路 568 號）  

◎阿一家具（文華路三段 616 號） 

◎裕平路 7-11(裕信路與裕平路口-虎尾寮)  

◎文聖公園（裕忠路、裕文路口）                

◎慈幼工商(裕農路 801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全家便利商店(東門路與富農街口） 

◎倍適得量販店對面（駿達汽車商行騎樓處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關帝廳斜對面長春素食（中華東路二段 131-1 號）       

◎東寧郵局（東寧路 323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
 
 
 
 
 
 
 
 

如有問題請洽總務處，謝謝~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下 6 線(大巴 ) 
安平線專車(甲車)+ 安平線專車(乙車)  [穎昌 06-2526767] 
◎安億橋橋頭(平生路口強棒友魚餐廳) 

◎7-11 鎮山門市(民權路四段與湖美街口)     

◎華升補習班（民權路四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慶平路與華平路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永華路與健康三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永華路華平路口    

◎明台保險 (永華路-原消防局) 

◎土地銀行（永華路、文南路口） 

◎大億麗緻飯店（西門路與永華路口） 

◎彰化銀行/政大書城對面（中正路、永福路） 

◎小南排骨（文賢路 254 號） 

◎天成主題館 (和緯路四段與武聖路交叉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和緯派出所第五分局（文賢路 650 號-與和緯路口） 

◎7-11 文賢門市（文賢路 1122 巷口） 

◎海安路文元國小（停車場入口） 

◎和順里活動中心（公園南路 406 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

 

 

下 7 線(中巴) 
安南+新市線 [佳皇 06-7221228]中巴 

◎和順國小（安和路五段 171 巷口） 

◎怡安路、北安路口（黃昏市場） 

◎安南區公所(安中路二段 308 號)    

◎7-11 新同安門市對面(海佃路二段 432 號) 

◎林肯美語 (北安路二段 123 巷口) 

◎彰化銀行（鹽行-永康中正南路 835 號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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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桂田酒店(永康區永安一街 99 號) 
◎花旗銀行對面的貴族世家（永康中正北路 165 號） 
◎7-11 鳥松門市（蔦松二街口）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聖功女中(小公園停車場)     


